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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有機農業原則上應使用農場內自己生產或可循環使用之各種資材，
例如肥料或飼料。但在實際生產時，尤其是動植物保護及加工需用之
資材，經常需要由市場上購入原料或商業性資材產品。
目前各國之有機規範均以正面表列方式列出可使用之資材，這些資
材均以原料或元素等方式呈現在規範中。然而，農場實際上經常購入
市面上出售之各種商業性生產資材。然而，各國政府均尚未對有機資
材加以規範。
事實上，商業性有機資材必須先符合該國對各種相關資材之規定才
可上市，但並未在產品上顯示其為有機產品可用之資材。有機產品生
產者必須依照有機規範自行選擇資材，並自行負責選擇錯誤的結果，
造成極大負擔。因此有些民間機構，例如有機協會或有機驗證單位，
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便開始嘗試列出有機產品可使用之商業性資材。
德國除對農藥類植物保護製劑加以規範之外，還有准許農場自製之
植物保護資材，以及植物保健資材。後兩者亦由政府部門列出清單，
供農民參考使用；這兩清單中之產品有機農民均可以使用。
本文亦介紹各相關單位對有機農業資材之審查標準，以及德國聯邦
政府委託有機農業生物農業研究所（FiBL）列出有機農業資材清單時，
FiBL 如何比較及評量各種有機資材審查標準及審查程序之優劣，可做
為未來我國對有機資材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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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所稱之有機資材（input 或 material）
，係指用於生產有機農產
品或食品所需使用之「元素（substance）或原料」
，或經調配（有配方）、
以有品牌的產品形式販賣之「商業性生產資材」。有機資材包括肥料、
土壤改良劑、植物保護劑（病蟲草害防治劑）
、飼料、動物用藥、畜舍
清潔消毒，以及加工時之添加物或輔助劑等。
原則上，有機農業應使用農場內自己生產或可循環使用之各種資材，
例如肥料或飼料。但在實際生產時，經常需要在市面上購入自家農場
無法生產的資材，尤其是動植物保護資材。而有機加工產品逐漸成為
有機產業重要的一環以後，有機產品加工及保存時使用之添加物及輔
助品等資材亦成為重要議題。
一般而言，各國有機農業規範，都會將可使用的生產資材以正面表
列方式列出。但到底哪些資材應該列入有機規範，經常是政府部門或
有機協會在訂定規範時不容易決定的事項。目前世界上許多重要國家
或機構之有機規範，對於可使用之元素或原料項目各有不同。Schmid
等人（2003, p.2）比較 IFOAM（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nternational
Fer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聯合國、歐盟、日本及
美國的有機規範，發現各規範對資材使用之規定各有不同。表 1 係以
作物生產為例，說明各種規範相同或不同的資材數目。各規範總共有
165 種可用資材，其中只有 36 種是各規範共有的；而有高達 42 種是
IFOAM 所不允許使用，卻在其他任一規範中允許使用的。顯示各規範
對有機資材之判定標準不盡相同。

表 1 各規範對作物生產資材規定之差異
分
類
資材種類數目
全部有機規範准用
36
IFOAM 及至少其他三個規範准用
68
IFOAM 及最多其他兩個規範准用
19
IFOAM 不准用卻有其他規範准用
42
總計
165
資料來源：Schimd 等人，2003，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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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目前各國有機規範對有機資材之規定多以原料或元素為限，
並未列出市售之商業性生產資材何者可用。使得有機產品之生產者（包
括農民及加工業者）在需要購入商業性生產資材時，經常無所適從，
有時甚至違反有機規範而不自知。而資材業者亦積極爭取使其產品能
用於有機產品之生產中。
因此，近年來各國在完成有機規範之制訂後，有機資材，尤其是
商業性資材之評估變成最重要的議題。
早期各國或各機構之有機規範對有機資材之規定，多以可用、限
制使用或禁用加以分類，但隨著技術的演進及法律見解的周延，目前
都已改為正面表列方式，將可用資材列出。
臺灣「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篇中，對有機資材仍採正面表
列及負面表列的方式，造成介於可用與禁用間之灰色地帶，並不是適
當的作法。2004.8.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路上的資料顯示，農委會共
發出 4,984 張有效的農藥許可證，其中到底哪些農藥可用於有機農業
並無依據可循。而有機農業生產規範中規定，可使用之肥料僅包括符
合農委會有機質肥料類品目編號 5-01（植物渣粕肥料）
、5-02（副產植
物質肥料）
、5-03（魚廢物加工肥料）
、5-04（動物廢渣肥料）
、5-07（氮
質海鳥糞肥料）
、5-08（禽畜糞加工肥料）及 5-09（禽畜糞堆肥）規格
之產品。但農委會網站上除了品目編號 5-09（禽畜糞堆肥）列出 111
種肥料產品之品牌名稱外，並沒有其他可用之有機肥料清單。至於其
他可用於農產或畜產之資材，則完全無依據可循。
因此，未來有機農業作修改時，應先制訂有機資材之審查準則，並
據以正面表列可用之資材，然後進一步列出可用之商業性有機資材產
品清單。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德國相關規範或機構對有機資材管理
之準則與作法，以做為我國未來訂定有機資材相關規範時之參考。
二、德國有機農業資材之相關規範
德國為歐盟會員國，因此有機產品之生產以歐盟有機規範為準。但
德國仍制訂有機農業相關之法律，包含有機農業法、有機農產品標章
法，以及有機農產品標章使用條例。因德國又有產品標示法、植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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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植物保護資材（農藥）法、施肥條例及肥料條例等，對所有農
藥、肥料及其他生產資材之生產、標示與使用加以規範，因此有機資
材亦必須遵守德國上述的一般性法律。
圖 1 說明了各種規範對有機資材規定之關係。所有施用於有機產
品之資材必須通過不同法律規範或要求之篩檢，通過者才可以在國內
販賣、使用。亦即生產資材必須先合乎德國的法律，然後又合乎歐盟
有機規範之規定才可以使用於有機產品之生產。若歐盟有機農業規範
准許使用的資材在德國禁止使用，則德國有機產品生產者亦不得使用。
而若為有機協會之會員，還必須遵守各協會之相關規定。

德國相關法律
植物保護法、
肥料條例……

歐洲有機規範

各協會有機規範

生
產
資
材
圖 1 可用於生產有機產品之資材

（一）歐盟之規範（EC, 2004）
歐盟有機規範將可用資材列於附錄二（Annex II）
，其 A、B、C、D
及 E 五部 分（Part A - E）分別對肥料與土壤改良劑，農藥，飼料原料，
飼料添加劑、用在動物營養的物質及用在飼料加工的輔助品，用於清
潔及消毒動物房舍或器具等之可 用資材加以規範。A 及 B 部分以表
格方式將可用之資材名稱，及其描述、成分要求與使用條件列出；C、
D、E 三部分則列出可使用的資材項目。
附錄六（Annex VI）則對加工可用的原料加以規範，A、B 及 C 部
分分別列出非源自農業的原料、加工輔助及其他產品，以及源自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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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來自有機生產之原料的名稱；A 及 B 並列出特定使用條件。附錄
七（Annex VII）雖與有機資材無直接關係，但此附錄規範了每公頃土
地每年可畜養之各種動物的頭數，主要目的是使土地每年所承受之氮
肥不超過 170kg，以避免氮肥對水土之污染。
當任何一個會員國或有機產品進口者對資材規定有增刪建議時，可
向歐盟提出。歐盟主管單位將去函各會員國，要求表達意見。德國農
部則委由其所屬之農糧署負責蒐集各相關機關，如「聯邦農業與林業
之生物研究中心」
（Federal 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y，簡稱 BBA）
，或民間相關團體對增刪資材之意見後，做成接受
或不接收該增刪提案之回應。一般而言，各會員國多以本國之需要，
例如本國是否必須使用該資材，或該資材對食品與環境是否有害等，
作為考量之依據。當原清單所列的資材可以被較新且較有效的資材取
代，或其評價被改變時，可以提出刪除此資材之申請。
（二）德國之規範
在歐盟有機規範允許使用的生產資材中，並不是每一種都允許在德
國使用。例如尼古丁及毒魚酮，即因其分別對人類、魚類與蜜蜂會產
生毒害，因此德國不准許進口及運送含有此兩元素之農藥。
以植物保護資材為例，在德國要使用植物保護資材時，應遵守下列
正面表列之規定（Kuehne 等人，2001，p.6）：
1. 政府許可的植物保護製劑
所謂政府批准的植物保護製劑，指的是商業化之農藥產品。在德國，
申請農藥許可是一件非常困難而冗長的過程，主要由消費者保護、營
養 暨 農 部 （ 即 原 德 國 「 農 部 」， 已 改 名 為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braucherschutz, Ernährung und Landwirtschaft，簡稱 BMVEL）所屬
之「聯邦消費者保護與食品安全局（Bundesamt fuer Verbraucherschutz
und Lebensmittelsicherheit，簡稱 BVL）」主管，且由 BBA、聯邦風險
評估研究所（Bundesinstitute fuer Risikobewertung，簡稱 BFR）以及聯
邦環境局（Umweltbundesamt，簡稱 UBA）負責評估。每一種農藥許
可都必須指定針對哪一類作物的哪一種病蟲害，若有兩種功效，需分
別申請許可。而決定此農藥是否可上市，除了評估其對生物、食品及
環境的安全性之外，當然要評估其有效性，且其效果不得比目前已上
市、有同樣目的之農藥差。
然而，在各種上市之農藥中，是否可以使用於有機產品則並未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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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產品標示中顯示，農民必須依照歐盟有機規範所規定之資材，選用
德國有上市許可之農業。農民對於哪些農藥可以用於有機產品並不清
楚，但若為協會會員，則可依據各協會所列出之市售農藥清單使用。
2. 准許農場自製之植物保護資材
由於有些天然的元素，例如 Quassia（苦木科植物或其苦味液）等，
雖然效果相對較小，但對有機農業卻是相對重要的資材。農藥廠商常
認這類天然產品之市場較小，而申請上市之成本極高，並無利可圖，
因此並不屬上市農藥。為解決農民對這些元素或原料之需求，德國於
1998.5.14 通過農藥法之修正，在第 6a 章中，對農民自行購入上市農藥
以外之原料或元素並自行調製成植物保護資材加以規範。BBA 因此公
布可自行購入及加以調製、且用於自家農場之元素的清單。列於清單
的元素雖禁止使用於家戶庭園中，但對於可使用於有機農場卻有很大
的意義。
評估列入清單之元素的準則包括：
（1） 在合理使用中及使用後，對人畜、地下水及大自然不會有危害。
（2） 這些元素或其調製品在有機農業使用時，基本上合乎歐盟有機
規範附錄二 B 部分之規定。
由於這些元素並不像申請農藥許可般需提出各項數據資料
（Dossier），卻又容許農民自行使用或調製，因此 BBA 必須非常小心
地檢視及做出決定。在德國不允許使用於農業之元素或原料（例如乾
燥蛋白及 Diammoniumphosphat 等）
、已許可上市之農藥，或微生物等，
均不列入此清單中。可以在農場或其附近收集並自製成植物保護資材
以使用於自家農場之植物或其他基本元素（無機元素），因並非購入，
並不需要符合農藥法中對自製植物保護資材之規定。
3. 植物保健資材
在德國，除了上述上市農藥及農民可自行調製之植物保護資材之外，
依據 1986 年農藥法第二章第十點新的規定，尚有所謂「植物保健資材
（Pflanzenstaerkungsmittel）」，這是在其他歐盟國家所沒有的。其定義
是：
（1） 提高植物對病蟲害的抵抗能力。
（2） 保護植物免於寄生物之影響。
（3） 保護剪下之觀賞植物以避免使用栽培資材。
這些植物保健資材並不必列名於歐盟有機規範的附錄二中，有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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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亦可使用，唯有時仍須獲得各有機協會及驗證機構之同意方可使
用。
審查植物保健資材項目之條件是不會對人類、動物、地下水及大自
然造成傷害。但這些植物保健資材亦不得直接對病蟲害本身有殺害的
效果，否則必須歸類為農藥類植物保護資材。
植物保健資材包括：
（1） 無機類：包括 SiO2、Silikate (Gesteinmehl)、CaCO3、Al2O3、
NaHCO3 等。
（2） 有機類：包括植物之抽出物、調製品及油脂、Algenextract、
堆肥抽出物等。
（3） 同類療法（或稱自然療法，homoeopath）：上述有機或無機
類項目。
（4） 以微生物為基礎之製劑：例如真菌（Trichoderma、Pythium
oligandrum）或細菌(Bacilus spp.、Pseudomonas spp.)等。
4. 依據各有機協會之規定
相對於有法律效力之規範均未對市售商業性資材加以規範，各有機
協會除了各自對可使用元素及原料加以規範，並另外列出市售資材之
名稱，提供有機農民選用時之參考。
綜合上述對可用資材之說明可知，德國有機農民可以使用的有機資
材應符合歐盟有機規範對各種可用元素與原料之規定。實際使用時，
可以購買依照國內法律上市且合乎歐盟規定之商業性農業資材。至於
哪些上市資材可使用於有機農業，官方並未列出清單，有機協會會員
則可依照各該協會之可用資材清單來購買及使用。而除了已上市商業
性資材以外，官方尚有可自行購入以調製植物保護劑之元素或原料的
清單，以及植物保健劑之清單，可供有機農民依循。
（三）可用於有機農業之商業性有機資材
在德國，所有商業性農產品生產資材都必須遵守一般法律，包括商
品標示法、農藥法及肥料條例等。但這些商業性生產資材之標示上並
不會也不能標示是否可用於有機農產品之生產。生產者必須依照歐盟
有機規範中所列出可使用之元素或原料，自行判斷該生產資材是否適
用於有機品之生產，且自行負責使用後之結果，這對生產者而言是一
項極大的挑戰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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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盟及德國政府之相關規範並未將可使用於有機農業之商業
性資材列出清單，各有機協會或某些驗證機構（如 AbCert）便列出清
單以方便生產者遵循。有些邦政府亦列出可用之部分資材清單，例如
巴 伐 利 亞 (Byern) 及 布 蘭 登 堡 (Brandenburg) 列 出 肥 料 清 單 ， 薩 克 森
（Sachsen）則列出植物保護資材清單。BBA 則於 2001.5.21 公布了可
用於有機農業的農藥名單(Kuehne 等人，2001，p.25)。驗證機構聯席會
議協會（Konferenz der Kontrollstelle e.V.，簡稱 KdK）亦曾於 2002 年
列出可使用於有機農業之資材清單（KdK，2002），並打算每年更新；
唯因各驗證單位間之競爭關係及資材廠商間之利益糾葛，該清單至今
並未更新。
上述可使用之資材清單雖可作為有機產品生產者購買及使用有機
資材之依據，但這些清單多只以資材的主要有效成分為審查根據。事
實上，許多生產資材經常添加其他的添加劑（additives），其對人畜健
康、食品安全及自然環境之影響卻常被忽略，以致於對有機產品造成
負面影響。而更嚴肅的話題是，德國尚未有評估商業性有機資材的共
同規則。
基於上述這些原因，德國消費者保護、糧食暨農業部（BMVEL）
便在德國有機計畫中(http://www.bundesprogramm-oekolandbau.de/ )，由
農糧署（BLE）委託生物農業研究所（Forschungsinstitut fuer biologischen
Landbau，簡稱 FiBL）辦理「由符合有機農業原則之觀點發展有機產品
之生產與協助資材的判定程序（Entwicklung von Beurteilungsverfahren
fuer Betriebs- und Hilfstoffe in der oekologischen Produktion im Hinblick
auf deren Vereinbarkeit mit den prizipien des oekologischen Landbaus）」計
畫，該計畫主要目的是（Wilbois 等人，2003，p.7）：
（1）為可納入歐盟有機農業規範附錄二中之資材提供更清楚的原
則，以及
（2）為市售商業性農業資材是否可用於有機農業提出評估準則。
該計畫將於 2004 年在產官學界之專家的討論及科學檢驗之下，將
可用於有機產品之生產資材逐一列出，以供驗證單位及農民遵循，同
時亦有利於有機農業資材產業之發展。
三、有機資材之評估準則
Wilbois 等人（2003）將各主要國家及機構對有機資材之規定列成
表 2。該表顯示，有機資材之規定有兩種方式，一為列出可用之有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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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另一則列出商業性資材產品之清單。在第一部份有法律效力的系
統中，沒有任何官方之規範列出商業性有機資材產品之清單，而由政
府授權辦理驗證之民間驗證機構（或其聯盟），如 AbCert、Austria Bio
Garantie 及 KdK 等有法律效力之驗證機構，則列出可用之商業性資材
產品清單。第二部分民間系統中，有機協會或民間機構則都列出可用
資材之產品清單；唯最後三個機構係依照歐盟或美國有機規範列出可
用資材產品清單，並未列出可用之有效元素清單。
表 2 顯示民間機構比政府部門更早列出有機資材產品之清單，此現
象與各國有機規範之制訂過程極為相似。各國均是由民間機構率先制
訂有機規範，政府才在生產者、相關業者及消費者要求之下制訂國家
法律。因此相信未來官方亦會依據其規範將商業性有機資材之清單公
告工生產者、驗證單位等遵循。
本章首先分別介紹歐盟及 IFOAM 評估有機資材之準則，然後介紹
FiBL 比較各重要規範對有機資材之評估準則。前者主要是用以評估元
素或原料資材，後者所比較之各種準則亦用以評估對市售商業性有機
資材。
（一）歐盟有機規範之準則
歐盟有機規範中並未明確列出評估有機資材之準則，但在附錄二中，
則列出可用資材之元素或原料名稱。為使此規範能隨時更新，以便跟
上科學與技術之演進，以及消費者愈趨嚴格的要求，歐盟有機規範之
第 7 章中，規定若要對附錄二之資材（元素與原料）有所增刪時應遵
守的原則，包括：
1. 依第六章 1. (b)之精神，本規範實施之後，目前未核准之資材，只要
符合下列條件仍可列入附錄 II：
（a） 如果用以防治植物病蟲害或潔淨、消毒畜舍或設備時：
—無法使用其他生物、耕作、物理或育種等可替代之方式，以防
治有害生物或病害，而必須用本方法時。
—使用條件是應排除直接接觸種籽、作物及其產品，或家畜及其
產品。然而用於長年作物時可直接接觸，但必須施用於可食用
部分（果實）生長季節之外，以免在可食用部分間接造成殘留。
—使用後不導致或有分於環境無法承受之影響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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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國有機規範對有效元素及商業性有機資材之清單
規

範

名 稱

法律系統
歐盟有機規範
官 瑞 士 有 機 條 例 Schweizer
方 Bio-Verordunung
規 聯合國食品法規
範 Codex Alimentary
美國有機計畫 US NOP
德國驗證機構 AbCert
民 奧地利驗證機構
間 Austria Bio Garantie
規 德國有機驗證聯席會議協會
範 Konferenz der Kontrostellen
(KdK)
民間系統
IFOAM 規範
德國驗證機構 Bioland
德國驗證機構 Demeter
驗 德國驗證機構 Naturland
證 德國驗證機構 Gaea
機 德國驗證機構 Biopark
構 瑞士驗證機構 BIO SUISSE
奧地利驗證機構 Ernte
波蘭驗證機構 Intereco
英國研究機構 Soil Association
奧地利有機資材資料庫 InfoXgen
美國有機資材研究所 OMRI

有效 商業性有機
所根據之標準
元素 資材產品
X
X
X
X
X
X

歐盟有機規範
瑞士有機條例
Schweizer BioVe
聯合國食品法規
Codex Alimentary
美國國家有機計畫
歐盟有機規範
歐盟有機規範

X
歐盟有機規範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表示「有」此項規定。
資料來源：Wilbois 等人，2003，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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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AM 規範
Bioland 規範
Demeter 規範
Naturland 規範
Gaea 規範
Biopark 規範
BIO SUISSE 規範
Ernte 規範
歐盟有機規範
Certified Input Scheme
歐盟有機規範
美國國家有機計畫

（b） 如果用來施肥或土壤改良時：
—為了作物之特定營養需求或特定土壤改良目的不可缺少者，且
無法藉由使用上述附錄 I 之方法滿足需求時，
—使用後不導致或有分於環境無法承受之影響或污染。
1a. 本規範未實施前，在歐盟區域依照有機農法慣常使用之（資材）產
品，不適用 1.之條件。
1b. 關於使用於動物營養之礦物及追縱元素（trace elements），其新增
加之來源得列入附錄 II，前提是其來源必須是天然者，或不得已時
亦應為等同於天然型態之合成物。
2. 如有需要，附錄 II 所列之任何產品得附上下列各項：
—產品之詳細說明。
—使用條件，以及組合和/或溶解要求，特別是為確保這些（資材）
產品對作物之可食用部分或對可食用作物有最低之殘留，以及
對環境有最少之影響。
—第一章所提及之產品若是藉由附錄二所列之產品的幫助而獲
得時，應要求有特別的標示。
3. 修正附錄 II 時，無論是納入或排除 1.之產品，或納入或修正 2.之規
定時，應依照第十四章之程序進入委員會。
4. 任一會員國若認為一（資材）產品應被加入 II 或應修正附錄二時，
應確實將可證明新添或修正理由之數據資料以公函寄給各會員國及
委員會，以便根據第十四章之規定將其介紹給委員會。
（二）IFOAM 之準則
IFOAM 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機農業組織，其主要貢獻是建立了有機
農 業 的 基 準 （ IFOAM Basic Standards for Organic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簡稱 IBS）
，可以說是各國制訂有機農業的相關規範時極重
要的參考依據。IFOAM 亦制訂了有機產品生產與加工驗證單位之認證
準 則 （ IFOAM Accreditation Criteria for Bodies Certifying Organic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簡稱 IAC）
。同時，在 IFOAM 之下，另成立
了 一 個 國 際 有 機 認 證 服 務 機 構 （ International Organic Accreditaion
Service，簡稱 IOAS）負責依照 IAC 執行有機驗證單位之認證工作。
IBS 的 C 部分（Section C）是關於使用於有機農業之資材（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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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錄（Appendices），其內包含了五個附錄，附錄一及附錄二列出用
於作物生產的資材，附錄四則列出用於產品加工的添加物或輔助資材。
其內容說明如下：
附錄一、肥料與土壤改良劑（Fertilizer and Soil Conditioners），包含四
類 ： 1. 源 自 植 物 及 動 物 、 2. 源 自 礦 物 、 3. 微 生 物 學 的
（microbiological）
、
及 4. 其他。並分別界定 A. 成分描述與
組成要求，及 B.使用條件。
附錄二、植物保護及生長調節（Crop Protection and Growth Regulators），
包含三類：1. 源自植物及動物、2. 源自礦物、3. 微生物
（microorganisms）
。亦分別界定其 A. 成分描述與組成要求，
及 B.使用條件。
附錄四、可使用之食品添加物及加工輔助品清單（List of Additives and
Processing Aids）
，列出食品添加物及加工輔助品之國際編碼、
產品名稱、是否可作為食品添加物或／及加工輔助品，以及
限制／附註。另亦對香料及食品加工用的微生物與酵母製劑
加以規範。
上列附錄中的資材，有些使用條件指明自何時開始禁止使用，如除
蟲菊類（pyrethrum）中的 synergist Piperonyil butoxid 將自 2005 年以後
完全禁止使用。主要原因是該項資材雖為有機農業傳統使用者，但對
環境或食品會造成污染，因此提出停止使用的時程，以促進替代產品
之研發，並使生產者早做準備。
相較於各官方之有機規範只指定可用的資材，IBS 對於評估有機資
材制訂了準則。附錄三及附錄五分別用於評估附錄一與附錄二、以及
附錄四所列資材之準則，說明如下：
附錄三、 評估新添有機農業資材之準則（Criteria to Evaluate Additional
Inputs to Organic Agriculture）
此附錄列出評估附錄一與附錄二之外用於有機農業生產的其他資
材。評估的準則包括：
1. 必要性：評估必要性時應該考量下列指標—產量、產品品質、
環境安全、生態保護、景觀、人類與動物福祉。而資材之使用
得限制於
 特定作物，
 特定區域，及
 特定條件下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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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然及生產模式（即資材來源）
（1） 天然
來源應是（依序）
 有機的（植物、動物或微生物）
 礦物質的。
化學合成且與天然產品完全相同的非天然物得以使用。
當可以選擇時，可再生的資材應被優先選擇。其次是礦
物來源資材，第三個選擇是與天然等同的化學合成品。有生
態、技術或經濟的顧慮時，才考量准許與自然產品完全相同
的化學產品作為資材。
（2） 生產模式
資材的成分必須是由下列方式生產的：
 機械的，
 物理的，
 發酵的，
 微生物的，以及
 化學的（被限制且例外的情況）
。
（3） 收集
組成資材的原材料之收集不可影響收集地區原生物種的
穩定或任何物種的維護。
3. 環境
（1） 環境的安全
資材不得對環境有破壞或有持續性的負面影響。資材不
得提高令人無法接受的地表水或地下水污染。資材之生產、
使用以及分解（breakdown）均應被評估。
（2） 化學合成產品及重金屬
資材不得含有已知會在食物鏈中累積的有害化學物質，
只有成分與自然產物完全等同的產品（例如費落蒙）才可以
接受。
（3） 可自然分解的（degradablity）
 所有的資材均應可以自然分解成 CO2﹑H2O 及／或礦物
質型態。
 凡對非目標生物（non-target organism）具有強烈毒性
之資材的半衰期最多不得超過五天。
 做為資材的非毒性自然成分不需在有限時間內自然分
解。
（4） 對非目標生物具有強烈毒性
凡對非目標組織具有相對強烈毒性的資材應被限制使用；
13

必須做測量（measure），以保證非目標生物之存活；容許的
最高使用量必須設定；且若無法適當地檢測時，應禁止使用。
（5） 長期的慢性毒（Long-term chronic toxicity）
會在生物體或生物系統中累積，或具有、或被懷疑具有
誘發突變（mutagenic）或致癌（carcinogeni）特性之資材禁
止使用。當有任何風險時，必須做充足的測量以減少任何風
險至可接受的程度，並避免對環境長時間持久的負面影響。
礦物質資材必須只含有盡可能少的重金屬。唯因缺乏替
代品、長期存在且傳統使用在有機農業之資材中，銅及銅鹽
是目前允許使用的例外。但其使用必須被視為暫時性的，且
考慮對環境的影響，需被限制使用。
4. 人類的健康與產品的品質
（1） 人類的健康
資材不得對人類有害。所有製造、使用及分解的過程都
必須被考慮。必須執行測量以減少風險，且設定使用於有機
生產的資材標準。
（2） 產品的品質
資材不應對產品品質，例如風味、品質維護或外觀品質
等有負面影響。
5. 倫理議題-動物福利
資材不得對農場動物的行為或身體功能有負面影響。
6. 社會經濟觀點
消費者觀感（perception）
：資材不應引起消費者對有機產品
的反抗或對立（resistance and oppsition）。雖然未經科學證明，
有些資材仍會被消費者認為對環境不安全。資材不應與人們對
自然或有機（natural or organic）的一般感覺或意見相抵觸，例
如基因改造。
附錄五、 評估有機食品添加物及加工輔助品之準則（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Additives and Processing Aids for Organic Food
Products）
用於有機食品的添加物、加工輔助品、香料及顏料等，均需以附
錄五的觀點及準則來評估：
1. 必要性：
唯有當添加物或輔助資材是有機食品生產時必要的情況下才准
許使用，而且
 （資材）產品的核准有相當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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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無法生產或保存（有機）產品。
2. 添加物及加工輔助品之核准準則：
 沒有其他可接受的既有技術可作有機產品之加工或保存。
 可以減少對食品的物理或機械損害，故用以取代會對食品產
生該等損害之其他技術。
 利用其他方法無法有效地保證產品的衛生（包括減少分貨
（distribution）的時間或加強儲存的效能）。
 沒有其他質量尚可接受的自然食品來源可用以取代添加物
或加工輔助資材。
 添加物或加工輔助資材不會危及有機產品的可信賴度。
 添加物或加工輔助資材不會誤導消費者，使其因此對產品有
超過「原材料品質調整」的印象，而以為是「更高品質」。
這主要是針對染色及添加風味之資材而言（但也不排除其他
資材）
。
 添加物或加工輔助資材不會減損產品的全面品質。
3. 使用添加物與加工輔助資材的漸進過程：
（1） 取代添加物或加工輔助資材，最好的選擇是：
 有機農法下生長的食物用來做全產品（whole product）
或依據 IBS 來加工，例如以穀粉作為濃稠劑（thickening
agent），或以植物油作為膨鬆劑（releasing agent）。
 食物或以植物及動物為來源之原材料，只以機械或簡單
的物理過程加工，例如以鹽巴加工。
（2） 第二個選擇是：
 由食品分離出來且以物理方式生產或發酵而來之成分，
例如澱粉淬取物（starch）、酒石酸鹽（tartrates）, 果膠
（pectin）。
 由非農業來源與微生物之原材料純化而來之產品，例如
acerola fruit extract、酵母，以及微生物製劑，如 starter
cultures。
（3） 下列添加物或加工輔助資材項目不允許使用於有機食品
之生產：
 宣稱「等同於自然」的（化學合成）成分。
 基本上被審查為不自然或食品複合的「新建構」（a
“new construction”of food compounds）之合成物質，
例如 acetylated crosslinked starches。
 以基因改造方式生產之添加物或加工輔助資材。
 合成色素或防腐劑。
 調製添加物或加工輔助資材之載體或防腐劑（c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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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eservatives us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addititves and
processing aids）。
有機資材的增刪或修改，可以由會員或非會員提出。提出刪除申
請時只要列出不符合評估準則的原因即可。當某驗證單位或訂定有機
標準之單位（或其會員）將某資材列入為可用時，可要求 IFOAM 的標
準委員會（Standards Committee，簡稱 SC）將此資材增列入附錄中，
此時必須提出相關數據資料等檔案（Dossier）。SC 評估之後，會做出
下列五種結論之一的回覆（IFOAM，2002）：
1. 資訊不足：將相關資料退回，要求提出更充足的資訊。
2. 已在現行標準之規範中：將明確通知此資材是否可用
3. 交由專家評估：將相關資料轉交一位或多位專家評估，並將其評
估提示申請者。SC 依據申請者之回覆做出結論。
4. 推薦修改資材附錄：SC 通知將推薦此資材增列入可用資材項目，
並進入增列之 IBS 的修改程序中。
5. 拒絕修改：SC 通知申請之會員，不考慮將該資材加入 IBS 中。
（三）FiBL 之準則
Wilbois 等人 (2003，p.32-33)在 FiBL 辦理德國農糧署委託之「由
符合有機農業原則之觀點發展有機產品之生產與協助資材的判定程序」
計畫報告中，檢視十一個單位或規範對有機資材之評估準則，並將其
重要性由 0-3 分別予以評分，表 3 為這十一個單位或規範對十二項有機
資材評估準則之平均重要程度。0 代表不重視或沒有意義、1 代表很少
重視或很少意義、2 代表中等重視或中等意義、3 代表高度重視或高度
意義。此表顯示的重要性程度只是一個粗略的衡量，因為由書面資料
所顯示的評估準則之重要性程度與實際評估時之衡量或有出入。但此
表仍可供我國制訂評估有機資材準則時之參考。
表 3 有機資材之評估準則與其重要性
評

估

準

則

平均重要程度

有效元素非基因改造

3.0

必須性

3.0

人類健康

3.0

來源及生產型態（對環境無害）

2.9

對最終產品品質的影響

2.8

長效慢性毒

2.7

對非目標物之毒害

2.6
16

分解程度（持續性）

2.5

倫理觀點（動物福利）

2.4

社會經濟觀點（消費者看法，避免醜聞）

2.4

收集原料對原生生物棲息地的影響

2.1

與天然物等同之化學合成物及重金屬

1.9

Wilbois 等人（2003，p.49-51）同時制訂出比較各單位或規範對商
業性有機資材審查準則之衡量表。其衡量標準包括下列七項，可作為
台灣建立有機資材審查系統之參考：
1. 有效成分之核准
（1） 是否具備對有效成分之審查準則，此審查準則是否經過檢
驗？
（2） 此有效成分是否經過無基因改造之檢查？
2. 商業性資材產品之核准
（1） 配方是否公開？
（2） 是否對添加劑有審查標準？
（3） 是否對添加劑檢查有無經基因改造？
3. 是否有基本的一般性審查標準（如同本文表 3 所列之標準）
4. 有效成分的審查過程如何？
（1） 如何達到專業的判斷？
（2） 是否提供數據資料以便審查？
（3） 是否在決定審查結果時有顧問意見之參與？
5. 核准商業性資材之過程如何？
（1） 如何達到專業的判斷？
（2） 是否提供數據資料以便審查？
（3） 是否在決定審查結果時有顧問意見之參與？
6. 有效成分之透明度如何？
（1） 是否公開列出有效成分之清單？
（2） 是否提供核准過程說明？
（3） 申請時提出之數據資料是否公開？
7. 商業性資材之透明度如何？
（1） 是否公開列出商業性資材之清單？
（2） 是否提供核准過程之說明？
（3） 申請時提出之數據資料是否公開？
依照上述七項評估準則，Wilbois 等人（2003，p.51-53）對歐洲有
機規範、有機資材審查機構（Organic Material Review Institute，簡稱
OMRI，依美國有機計畫之規範審查有機資材）、聯合國的營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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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x Alimentary)、IFOAM 的 IBS、德國全部有機協會之平均值、瑞
士的 Biosuisse/Migro-Bio/FiBL.CH 之規範、英國的 Soil Association，以
及奧地利的驗證機構 Ernte/ABG AT 等對有機資材之規定作了評比。該
文作者聲明此項粗略的評比因訪問調查的方式及僅止於書面評比，僅
能做為參考。評比結果發現，瑞士及美國的評估準則對各項目均高度
重視，可說是發展最寬廣的系統。
四、結論與建議
原則上，有機產品之生產應盡量利用農場內自行生產之資材且循環
利用，或利用其他農場生產之有機產品。若退而求其次可用一般農產
品，不得已時亦應使用天然之資材，但合成化學產品則屬於不受歡迎
之資材。
觀察各種重要的有機規範對有機資材之規定，發現多以正面表列方
式將可用之元素或原料加以列出。而我國仍以正面表列及負面表列方
式，列出可用與禁用之資材，造成中間灰色地帶，亟待改進。
各種官方的有機規範都只對作為有機資材之元素或原料加以規範，
並未對商業性有機資材加以審查，我國亦未有相關單位負責商業性有
機資材之審查，以致生產者、驗證機構及推廣單位沒有依據可循，經
常造成困擾。
一般而言，審查有機資材之標準包含是否必需使用此資材，資材之
獲得及使用是否危害食品安全、人畜健康、環境品質及生態平衡，以
及是否符合社會大眾對有機的期待（非基因改造、動物福利）等。
德國所有商業性農業資材必須符合國內一般法律，並沒有特別標示
是否可用於有機產品，生產者必須自行依照歐盟之規範選用適當資材；
若為有機協會成員，還必須符合協會之規定。除了商業性資材之外，
有機產品之生產亦可使用官方依農藥法所列之「准許農場自製之植物
保護資材」及「植物保健資材」
。由於現實環境中生產者經常必須購入
商業性有機資材，便有一些有機協會、驗證機構、地方政府或試驗及
研究單位公布各自審查之商業性有機資材清單。唯各機構之清單仍因
未對資材產品中之添加物加以審查，因此德國政府便在其龐大之有機
計畫中，委託生物農業研究所（FiBL）進行「由符合有機農業原則之
觀點發展有機產品之生產與協助資材的判定程序」計畫。
該計畫依據七項標準對多種重要規範或機構審查有機資材元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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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性資材之準則加以比較，發現美國之有機資材審查機構（OMRI）
及瑞士之生物農業研究所（FiBL）所制訂之審查準則最佳，值得我國
於制訂相關準則時參考。
由政府或公正機構所審查通過之商業性有機資材清單，不但能幫助
有機農民選用，使之不至於違反有機規範；亦協助驗證機構及推廣輔
導機構有所依循；同時能增加消費者對有機產品之信心，又對有機資
材產業之發展有所助益。
因此建議以農委會所設立之有機農業輔導小組作為基本成員，再邀
請各驗證機構人員、相關專家，以及消費者代表等，組成「有機農業
資材審查小組」
。由資材廠商提出申請，連同主要有效成分及添加物等
資料及其田間試驗結果結果，交由審查小組審查。
唯有機農業主管機關應制訂有機資材審查之標準及作業流程，以為
有機資材廠商申請之依據。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及審查結果，均於相
關刊物及網頁上公布，以提供需要者查閱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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